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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7亿、占地720亩、住房面积2.9
万平方米的色达县安康社区，是全州最大
的易地搬迁点，涉及17个乡镇、134个行政
村的400余户1800余人。这么多来自不同
村的人、这么大的社区怎样管理？社会治理
显身手。该社区通过扎实的社会治理工作，
传播党的声音、传递党委政府温暖、讲好社
区故事，广大群众更加明白“惠从何来、恩
向谁报”，切实让“感党恩、爱祖国、守法
制、奔小康”主题教育深入人心，更加坚定

“脱贫全靠党的政策好、奔康还要自己加油
干”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基层
社会治理难题的写照。如何巧用这根“针”，
串起千条“线”？面对新时代新命题，我州把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摆上突出位置来抓，
全面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共建、共治、共
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完善。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如今在我
州，群众对这句话深有体会。集中配套公共
管理、公共服务、就业增收、产业发展，我州
瞄准效能融合，实现共建共享——

把州域作为治理对象，把全州各级各
部门作为治理主体，发挥市（州）域治理承
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
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不断提升我州基层
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把创建全国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
范州作为目标，走具有时代特征、甘孜特点的
社会治理之路；把提升维护政治安全能力作
为推进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确
保党在甘孜执政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

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作为
推进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
任务，让州域成为化解社会稳
定风险的“终点站”；把提升维
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能力
作为推进州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重点任务，筑牢基
层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凝聚起‘感党恩、爱祖
国、守法制、奔小康’的
强大力量。

把提升维护公共
安全能力作为推进州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任务，努力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牢
固树立“一盘棋”的全局
观念，运用“构架式”系统
思维，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建
设人人有责、人人享有的州域

社 会 治
理共同体。

“现在社会治安比
以前好得多了，原来我们商铺也
遇到吃霸王餐、无理取闹的人。现在这些
现象没有了，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作为经
营者，我们也要诚信经营，维护甘孜形象，为
社会治理尽分心出份力。”11月29日，在康
定经商的梁唐斌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社会
治安好了，商贸繁荣，群众安居乐业。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在我州，州域社会治理不是“独角
戏”，而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一台戏”，
打造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

一年找差距补短板、两年强弱项完机
制、三年达到国家标准，我州州域社会治理
不断开创新局面。作为全省唯一成功申报全
国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的
涉藏地区，我州进一步做实、做细、做响、做
亮“三区”维稳体系、“枫桥经验”甘孜实践、
平安创建“甘孜模式”，完善“红袖套”巡逻防
控常态长效制度，打造涉藏地区网格化服务
管理名片，连续两年实现“五个零发生”。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
我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
快推进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助力“甘孜
之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甘孜，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夜幕降临，华灯璀璨，一
队队巡逻员在格萨尔王城穿行，吃
夜宵的百姓谈笑风生。这让本已进
入寒冬的人们感受到脉脉温暖。这
是11月28日，记者在甘孜县城看
到的景象。一斑窥豹，平静、安宁的
生活，折射出群众对甘孜治安环境
的放心与满意。

近年，我州积极适应新形势、新
变化，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强化源头
预防化解，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
念，以网格化治理为基础，以基层党
建为引领，注入智治活力，巩固群众
基础，在推进社会治理中积极探索
构建平安建设新格局，推动州域治
理现代化，实现全州社会大局
持续和谐稳定、社会治理
水平长效提升，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
安全感。

“大家有事心不烦，评理说事敞开谈。
村子有个‘说议断’，就地商量马上办。民
情民‘说’表意愿，民事民‘议’法律援，民
理民‘断’有乡贤，公开公正最关键。德治
善治合民愿，法治自治美家园。”11月29
日，康定县金汤乡先锋三村支部书记周易
洪一首快板书道出了州域治理的成效。

历史与实践不断证明，我州对党中
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从来都是闻令而
动、听令而行，第一时间学习传达、贯彻
落实，时时刻刻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市（州）域社会治理，是关乎地方经
济发展、公共事业发展、基本民生、社会
矛盾化解等领域的系统工程，其核心追
求——幸福和平安，是群众永恒不变的
内心期盼与现实追求。能纳入试点创建，
是肯定、是鼓励，更是鞭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成功获批全
国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试点创
建后，我州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
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
撑，锣密鼓开展工作，奋力推进创建全国市

（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
强化顶层设计。省政协副主席、州委书

记刘成鸣多次主持召开州委专题会议，把
试点纳入州委总体工作谋划，建立创建全
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旅游示范区、市

（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三创联动”
格局，写入州委全会决议，形成统筹联动、
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总体优势。州委常委
会、州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审议工作方案，州

“四套班子”联系会议每月研究细化措施。
强化组织保障。成立高规格建设领

导小组，州县两级均成立由党政一把手
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13个专项
组和1个专班办公室。采取“地方财政保
障一批、十四五规划纳入一批、积极向上
争取一批、对口援建投入一批”方式强化
保障，州县已到位资金4.2亿元。

强化部署推动。召开州县“四大家”主
要领导参加的高规格动员会，建立州委常
委会、州委中心组学习会、州政府常务会每
听汇报，依法治州例会每月重点部署，片区
现场会定期推动机制，实行目标办每季查、
督导组每月督、办公室每周通报制度。

强化管理指导。州委制定《关于创建
全国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全
面深化平安甘孜建设的实施方案》，建立
责任、项目、机制、难点、易忽视指标“五张
清单”，“打包配送”到各牵头部门，确保工
作推进无死角、任务目标无遗漏。组建3
个片区指导组，每月定期分赴相关县市及
部门开展业务指导，长效跟踪目标任务。

为了群众对平安和幸福的期盼和追
求，近年来，我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系列
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
结合，全面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社会治安
整体防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特殊人群
服务管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基层基
础工作，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格局，“平安甘孜”建设风生水起，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驶入“快车道”。

高位统筹 前端发力
突出创建聚人心、顺民心、鼓信心

奋力创建全国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州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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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围绕群众最急、最怨、最烦
的问题，从治乱强基发力，健全完善重点
领域风险管控体系，开展‘治难题、治隐
患、治乱点、治盲区’专项整治行动，从而
赢得群众点赞。”刘成鸣掷地有声的话语
体现了决心坚定、信心笃定，道出了州域
社会治理的“根本”。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
必去。我州以解决人民群众最盼、最急、最
忧的突出问题为主线，不断加强社会治安
整体防控，为答好“州域社会治理”考卷赢
得了最大的“得分项”。

“我想咨询一下关于社保的问题。”
“如果发生了民事纠纷，该找哪个部门处
理？”“惠民资金发放的标准是什么？找哪
个部门了解？”……

旭日岭社区是甘孜县辖区商贸繁荣、
流动人口多、治安防控难的重点区域。每
天网格员都会接到社区群众打来求助电
话，而群众的诉求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
到解决。

旭日岭社区按照“1+3+N”的模式充实
网格，配备1名县级网格长，1名法律工作
者、1名网格联系干部、5名专职网格员和24
名信息员。充分发挥网格员的社会治理效
能，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先行先试，创新创优，该县在传统的
巡逻方式上，配备无人机，加强“空中巡
逻”，形成无人机巡查台账，共发现隐患问
题 26 个；落实一日双巡隐患排查工作制
度，通过手持终端上报隐患，做到“第一时
间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隐患”，发挥

“一线哨兵”作用，上报线索隐患276条。
在坚持行之有效传统经验做法基础

上，我州树立新理念、运用新技术、建立新
机制，分层分类打造了符合甘孜实际的科
技支撑体系——

健全综治中心联网体系。按照州（县）
正（副）科级事业机构 2—6 名编制，乡镇
整合社治办 1 名专职人员方式，推动“三
级”综治中心 100%实体化。依托现有资
源，把景区和重点寺庙综治中心设为管委
会科室，推进网格党小组建设，全覆盖配
备乡镇政法委员，强化阵地建设，有效打
通市域治理“最后一公里”。

健全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结合乡镇
村建制调整，以村民小组、牧民新居等为
基础，细化调整网格 2820 个。创新采取

“1+3+N”模式配备网格员 5276 名，落实
4892名干部联系网格，做到每个网格有1
名网格员、1名县乡领导、1名机关干部、1
名政法干部、N名信息员。同时，建立县级
领导“网格长”和价值信息“以奖代补”制
度，有效激活了格员队伍活力。

健全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创新推广
“网桥技术”，推动“雪亮工程”覆盖率达
81%。采取“州搭台、县实施”方式统筹“天
网工程”和卡口建设，实现重点区域和寺
庙全覆盖。引入社会资源推进“地网和慧
眼”工程建设，组建3.2万余人“红袖套”队
伍，建全立体化防控网，刑事发案率较
2016年下降30.6%、破案率上升23%。

50多年前，一块社会治理领域的金字
招牌——“枫桥经验”诞生。多年来，其“坚
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地解决问题”的
基本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走进新时代、面对新矛盾，“枫桥经
验”在我州迸发新活力、焕发新生命力，探
索并形成了“党建引领、矛盾联调、边界共
治”的牧羊式管理办法，打造了“枫桥经
验”甘孜升级版——

建立党建引领示范机制。采取党委领
导、政法主抓方式加强阵地建设，建成协
调中心346个、调解组织平台4300个，聘
专兼职调解员1.3 万余人，建边界地区联
合党支部46个、流动党支部180个，依托
帐篷夜校、马背法庭、调解服务点等平台，
有效链接基层服务“最后一米”。

建立治理端口前移机制。建立虫草松
茸采挖申报审批、持证采集、资源补偿、分
类管理、全时服务、治理延伸“六项制度”，
健全干部“上山”蹲点，循环梳理、排查、化
解的“牧羊式”管理服务制度，近3年化解
疑难纠纷33件。

建立和谐边界共治机制。健全情报共
享、人员共控、风险共消、治安共创、利益共
赢等制度，按照“依法依规、互惠互利、尊重
历史、注重现实”原则，持续深化川滇青藏边
界协作，州、县、乡和谐边界协议签订率达
100%，边界地区治安环境得到逐步优化。

“路跑得少了、事情好办了、大家心中
的气消了。”这是群众对州域社会治理的
普遍认同。当好人民群众“大管家”“服务
员”“知心人”，深入推动“一次办”“马上
办”“网上办”，以先行先试、创新创优为抓
手，激活了全州基层治理的“一池春水”。

先行先试 创新创优
实现群众路少跑、事能办、心气顺

共建共享 效能融合
增强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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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胆琴心谱和谐剑胆琴心谱和谐
我州加力创建全国市我州加力创建全国市（（州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纪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纪实

◎州政法委 文/图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冯发贵在南路片区指导工作。

悉心服务受赞誉悉心服务受赞誉。。

法律宣传到草原法律宣传到草原。。


